
0 

 

美股研究 
第一上海研究部

research@firstshanghai.com.hk

 2014 年 7 月 25 日 星期五
 

 

第一上海證券有限公司 

www.mystockhk.com 

【美股研究】 

侯捷 

+852-2532 1597 

jay.hou@firstshanghai.com.hk 

 

行業 電商 

股價 29.05 美元 

市值 398 億美元 

已發行 ADS 13.67 億 

52 周高/低 31.22 美元/19.94

美元 

每股淨現值 0．39 美元 

股價表現 

0

5

10

15

20

25

30

35

 

  

京東（JD，未評級）：中國最大的 B2C 自營電商 
 

創始人劉強東于 2004 年創立了京東網站並開始了以 3C 商品為主的自營電商業

務。發展至今，公司已經成功轉型為全品類的電商公司，並開放了協力廠商開放

平臺。根據艾瑞諮詢的資料，2013 年京東是中國最大的自營式電商，市占率為

46.5%。公司依靠強大的自營物流配送體系，優質的產品品質和完善的售後服務，

最大程度滿足了用戶的需求和體驗。14 年上市以後，公司一躍成為中國第四大互

聯網公司。 

 

業務簡介 

公司 B2C 業務分為自營和協力廠商開放平臺：自營業務包括採購、銷售、倉儲及物

流的一體化垂直管理；協力廠商開放平臺則提供商家銷售平臺，京東收取扣點費

用，商家自負庫存和物流配送或者使用京東提供的物流服務，選擇後者需要支付一

定費用。公司收入主要來自自營業務的商品銷售和協力廠商開放平臺的傭金及廣告

費用。目前公司收入的 70-80% 來自 3C 產品。除此以外，公司通過提供物流服務，

金融業務等實現多元化的營收管道。 

 

強勢議價能力+業務架構轉變雙輪驅動毛利率提升 

較同業競爭者如當當，聚美優品和唯品會相比，公司13年前三季的毛利率僅為9.8%

左右，主要由於公司收入主要來自於 3C 類產品（此類產品本身的毛利率較低）。我

們認為隨著公司規模逐漸膨脹，在自營業務方面，對供應商的議價能力也會更強，

特別在自己傳統優勢的 3C 產品及電器品類。在協力廠商開放平臺方面，隨著其銷

售額占比繼續提高和傭金率的進一步改善（公司 13 年前三季度傭金為 2.32%，而

天貓為 5%），同時對協力廠商商家提供物流，廣告和金融服務等收入的增加，將推

動整體毛利率進一步提升。 

 

圖表 1: 京東 2009 – 2013 前三季度毛利率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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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第一上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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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自營物流配送，用戶體驗為王 

京東目前已經在中國 43 個市場提供當日送達服務，並且在全國 256 座城市提供第

二天送達服務。公司目前擁有 7 個區域物流中心，超過 1.8 萬名配送人員，在全國

36 座城市建立了 86 個倉庫，在全國 495 座城市擁有 1,620 個配送站和 214 個自提

點。資料顯示，京東商城上有超過 70%的訂單都能夠在當天或第二天履約。根據招

股書，公司計畫在未來三年投資 10–12 億美元，這其中包括了繼續完善和優化在

1、2 線城市的物流建設和 3-6 線城市的管道下沉，鞏固在電商物流體系的優勢。

我們認為自營物流配優勢在於高效的配送及完善的售後服務，對用戶體驗提升作用

明顯。但大量的物流資金投入，對財務壓力較大，預計未來仍會虧損。 

 

擴張物流觸角，搶佔 3-6 線城市 

伴隨國內城鎮化發展，農村居民的收入在不斷提升。根據今年上半年國家統計局統

計，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實際增長為 9.6%，快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1%

的增長，顯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再進一步縮小。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的普及促使更

多城鄉居民能夠觸網，CNCC 最新的報告則顯示，截至 2013 年 6 月底，我國線民中

農村人口占比為 27.9%，規模達到 1.65 億。基於以上兩點， 3-6 線城市毋庸置疑

被視為一個還未開發的巨大潛力市場，而隨著互聯網城市人口紅利逐漸消失，電商

的戰火燒向農村也在情理之中。 

在行銷方面：為了提高京東在 3-6 線城市的認知度和曝光率，公司今年加強了行銷

力度，例如線下推廣活動、投放公車車身廣告、刷牆廣告等。其中刷牆是京東管道

下沉戰略的市場主要舉措之一，已走進全國 140 多個城市超過 8000 幅刷牆廣告。

在物流方面：公司今年將在更多 5-6 線城市建立更多配送網點，通過租賃形式設立

一些較小的倉儲中心，鼓勵公司員工下鄉創業，把收入和訂單數進行掛鉤來調動業

務員的積極性。 

我們認為農村市場的線民對價格要比一二線城市更敏感，在消費觀念和習慣也有著

不同。國內疆土寬廣，城市眾多，真正要把物流投入轉化成使用者體驗還需要較長

的路。長期而言，京東多年在物流的投入將逐漸顯現其優勢，更能保證用戶體驗。

 

圖表 2: 各大電商，互聯網公司集體下鄉刷牆 

 

資料來源：互聯網、第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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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網購快速崛起，借力騰訊新增長驅動力 

近幾年智慧手機的蓬勃發展，4G 網路覆蓋日趨完善，使移動互聯網進入發展的快

速通道。利用碎片時間移動網購成為越來越多用戶的選擇，資料顯示 2013 年移動

網購市場規模已經達到 1676.4 億元，同比增幅達到 165.4%，佔據約 13%的整體網

購規模。預計到 2017 年移動購物滲透率將達到 24.1%。僅 2014 年第 1季度，中國

手機購物市場交易規模達 780.2 億元，同比增長 207%，已經完成 2013 年一半的交

易量，今年有望翻倍。 

面對這一巨大潛力市場，自 2014 年開始，京東通過和騰訊合作開始著重在移動端

佈局，搶佔市場。騰訊在微信開放了京東的一級入口以後，6.18 店慶在移動端客

戶累積使用者啟動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4 倍。在移動 QQ 端很快也將開放京東一級

入口。這樣將形成以微信（約 3.55 億月活躍用戶），移動 QQ(約 4 億月活躍用戶)

和京東 App 組合拳的移動端佈局。易觀最新資料顯示，一季度中國手機購物市場交

易額份額中，淘寶無線依然佔據絕對領先地位，占 78.3%，京東占 7.2%，手機 QQ

網購 1.1%。 

我們認為借助微信和移動 QQ 巨大的流量導入，加上公司後端供應鏈的優勢，京東

在移動端極具競爭力，有望短期內獲得更多的移動市場份額，同時隨著移動端收入

占比增加，必將成為公司新的增長引擎。 

 

圖表 3: 2014 年第一季度中國手機購物市場交易份額 

 

資料來源：易觀國際、第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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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 2011-2017 年中國移動購物市場交易規模 

 

資料來源：艾瑞諮詢、第一上海 

 

重塑拍拍網，再次擁抱 C2C 

資料顯示，2013 年中國 C2C 市場交易規模為 1.09 萬億元，淘寶獨領風騷佔據市場

交易份額的 96.5%，而拍拍網 4.5%。被京東收購並經過一系列定位調整重新上線的

拍拍網，完全打通了和京東平臺之間的用戶和搜索體系，定位於無品牌，小而美的

商品，對假貨採取零容忍的態度。前期為吸引商家入駐，會採取 1:1 流量補貼政策，

並且搜索規則會跟銷量弱關聯，跟商品的品質和店鋪的服務強關聯，以此創造一個

較為公平的電商平臺。京東的物流和金融服務也將對有需求的賣家群體開放。 

我們認為新拍拍網定位清晰且差異化，避開和淘寶的直接競爭。而使用者系統的互

聯互通，保證了用戶流量流動於自己體系內，並實現銷售互補互利。1:1 流量補貼

政策，更加公平的平臺和京東物流服務相信會吸引很多商家入駐，預計未來幾年將

更多以拓展商品品類和 SKUs 為主，走規模，吸引流量，成為京東 B2C 業務提新的

流量入口，並為其物流和金融服務提供一個延伸。 

 

財務分析 

根據彭博資料顯示，市場預計公司 14、15、16 財年的營收分別會增長 58.5%、47.6%

及 38.3%達 179 億、264 億及 365 億美元。Non-GAAP 淨利潤預計在 16 財年能夠扭

虧為盈達 4.39 億美元。 

 

圖表 5：市場盈利預測 

截止12月31日财政年度 2012实际 2013实际 2014预测 2015预测 2016预测

收入（百万美元） 6,558.3    11,278.9    17,877.1    26,392.0    36,496.0    

变动（%） - 72.0% 58.5% 47.6% 38.3%

non-GAAP 净利润（百万美元） (242.5) 36.2 (313.7) (31.6) 439.8

变动（%） - -114.9% -967.4% -89.9% -1489.9%

non-GAAP 每股收益（美元） (0.16) 0.02 (0.14) (0.004) 0.28

变动（%） - - - -97.1% -7075.0%

基于27.88美元的市盈率（倍） - - - - 99.9

資料來源：彭博預測，第一上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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